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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
国共产党初露锋芒时精彩而又
悲壮的亮相，先烈用热血铸就
的“二七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
奋勇前行。

这种精神是争人权争自由的
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二七大罢工
的革命斗争是响应京汉铁路总工
会的号召，全路工人所求的不仅
仅是本阶级的利益，更是为了争
取全国劳苦大众的自由和人权。

这种精神是团结战斗、生
死与共的革命信念。在大罢工
期间，京汉铁路工人不惜用生
命和鲜血来贯彻和执行团结战

斗的宗旨，既注意全路工人阶
级的团结一致，又与各地无产
阶级相互支持。无产阶级的共
同利益把全国的无产阶级联合
在一起，团结战斗，生死与共。

这种精神是一切行动听指
挥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全路总同
盟罢工的密令发出后，全路 2
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全路客
车货车一律停止，京汉铁路陷
入瘫痪。罢工期间，工人们秩
序严整，坚决执行“没有总工会
的命令决不上工”的纪律。

这种精神是不怕流血牺
牲，不屈服于武力的英雄气
概。最初在得知吴佩孚禁止总
工会开会时，全体代表就表示

“坚持斗争如期开会”；在代表
前往会场被反动军警包围时，

“奋勇拼死冲开阵线，拥入会
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
式成立；在罢工宣言中宣布“决
不后退”。2月7日，长辛店、江
岸、郑州等10多个站的铁路工
人们赤手空拳与军阀进行斗争。

先烈们怀着“让劳苦大众

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浴血斗
争，义无反顾。

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七精
神”也注入了新的内容：

以历史为基础。这个历史
既包括二七工人运动的历史，
也包括郑州市的城市发展历史
等。立足于历史，提炼出的城
市精神才具有厚度。

与时代相结合。时代的发
展要求我们更好弘扬历史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把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争做出彩河南
人的时代背景融入进去，提炼
出的新时代“二七精神”内涵和
价值，才能和“焦裕禄精神”

“红旗渠精神”等共同构筑起河
南人的“精神脊梁”。

同群众更贴近。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城市精神的提炼要引导党
员干部勇担使命、开拓进取。

无论“二七精神”的内涵怎
么变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核
心思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作者系郑州二七纪念馆
学术研究部主任）

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进
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
没有弄清革命对象和动力，没
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
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
基本解决了。党的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
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
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
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
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

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
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必须
是不离开群众的”。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

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的发动者、领导者、先
锋队和作战部。在这次罢工
斗争中，京汉铁路上的共产党
员，为捍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
众的政治权利，发挥了卓越的
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罢工斗争
中的核心力量。从这个意义
上说，二七大罢工开创了中国

工人阶级与工会组织跟党走
的历史典范。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
红”。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充
分显示了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
的团结、牺牲、奉献精神，彰显
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公平
正义，勇于反抗黑恶势力和残
暴统治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
长期激励和教育着工人阶级积
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
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
业中，激励我们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肩负起新的历史时期赋
予我们的时代重任。

京汉铁路见证工人力量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工人阶级始终跟党走
杨子佩

郑州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深冬时节，记者来到当年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旧址——位于郑州市钱塘路中段82号的郑州二七纪念堂，探访红
色足迹。由此向北步行约700米，便是矗立在二七广场的郑州二七纪念塔。

1951年9月，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旧址——普乐园修建二七纪念堂，以纪
念“二七大罢工”。1953年2月7日，纪念堂正式启用。二七纪念堂是新中国最
早的纪念性建筑之一。

扫码看
经济日报报道

二七纪念塔成红色名片
经济日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二七精神”历久弥新
庞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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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署名外，本版其他照片均为经济日报记者杨子佩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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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塔内展示区放
置的京汉铁路分工会分布图。

惨无人道的考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业务三处处长朱建新介绍，20
世纪初的军阀混战，导致贫苦
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存，纷
纷到铁路上找碗饭吃。他们遇
到的第一关就是考工。

究竟什么是考工？当时，有
种名叫扁担簧的机车配件，重达
200斤，凡是来参加考工的人都
必须扛起它走上100米。在走的
过程中，工头会冷不防地往工人
的腿窝儿里猛踢两脚，工人身不
弯、腿不颤才算合格。不少人在
参加考工中被压得口吐鲜血，落
得终身残疾。

当时京汉铁路工人劳动强
度之大骇人听闻——每天劳动
时间长达 12小时至 17小时。
他们一天工资仅2角钱，但一个
总工务段段长每月工资高达
1300元。工人拿着如此低的工
资，还要遭受名目繁多的剥削
和压迫。当时，铁路工人们过
的是“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
猪穿如柳”的悲惨生活。

在压迫下觉醒
在残酷的压迫下，工人们

发出了“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
何时能出头”的愤怒呐喊。
1920年 10月，李大钊同志在北

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
京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启发他
们的思想觉悟。1921年8月，中
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沿
线工会组织不断建立，工人运动
蓬勃兴起。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
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
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
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
交通命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
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
源之一，工人运动威胁到了他的
利益。因此吴佩孚下令禁止在
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妄图对大
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工人代表们对军阀的无理
行动表示极大愤慨，决定照常
召开成立大会。郑州铁路工会
委员长高斌宣布京汉铁路总工
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京汉铁
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
万岁”的口号连绵不绝。这时，
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
来，会议被迫提前结束。会后，
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
监视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
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址。

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

怒，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召
开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
举行全路总罢工。为了便于指
挥这次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
汉口江岸办公。从 2月 4日上
午9点起，仅3个小时就实现了
全路2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北
起长辛店，南至汉口，长达1200
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立即瘫痪。

2月 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
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
毒手。湖北督军萧耀南诱骗工
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
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
遭到反动军警的枪击，赤手空拳
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
人、打伤200多人。反动军警还
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无比坚强的共产党员
林祥谦，福建闽侯县人，生

于 1892年，共产党员，1922年
江岸分工会成立时被选为委员
长，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
冲锋陷阵。1923年 2月 7日汉
口降下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
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用刀
逼迫他下令复工，他宁死不屈，
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施洋，字伯高，湖北竹山县
人，生于1889年，共产党员。他

是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
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在
1923年2月7日被捕，15日被秘
密杀害于武昌洪山，年仅34岁。

在这次大逮捕和大屠杀
中，共有 52位同志牺牲，300多
人受伤，1000多人被开除。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
《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
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
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由而
奋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
潮的顶点，在中国革命史和中
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刚
刚走上政治舞台时的英勇气概
与革命精神，扩大了中国共产
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用生命
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
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
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
到底。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二 七 纪
念塔内展示
区展出的油
画，再现了当
年京汉铁路
工人大罢工
时的场景。

编者按
1971年在二七烈士殉难地

建立的二七纪念塔，是为纪念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牺牲的
烈士、发扬革命传统而修建的
纪念性建筑物，也是郑州这个
英雄城市的象征。承载着“二
七精神”的郑州二七纪念塔自
落成对外开放以来，每天吸引
着大量的海内外游客，成为郑
州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名片。

昨日的经济日报，以两个整
版篇幅的多维度多体裁集束性
报道，再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革
命斗争。文章说，“二七精神”是
争人权争自由的高度的革命自
觉性；是团结战斗、生死与共的
革命信念；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
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不怕
流血牺牲，不屈服于武力的英雄
气概。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七
精神”也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无
论“二七精神”的内涵怎么变化，

“听党话、跟党走”的核心思想是
永远不会改变的。本报今日予
以摘编，敬请关注！

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秀清王秀清 图图

1971年在二七烈士殉难
地建立的二七纪念塔，是为纪
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牺
牲的烈士、发扬革命传统而修
建的纪念性建筑物，也是郑州
这个英雄城市的象征。纪念
塔上陈列有关于大罢工和“二
七惨案”的图片、实物和史料，
以详实的内容再现了当年那
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二七纪念塔是一座建筑
独特的仿古连体双塔，1971年
7月1日开工建设，10月1日对
外开放，就建在汪胜友、司文德
等革命烈士牺牲的地方。塔高
63米，共 14层。此外，纪念馆
内还有很多铁路元素，比如走
廊中的铁轨扶手、窗雕等。”郑
州二七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
庞倩华为记者讲述了郑州二七
纪念塔的前世今生。

1923年 2月 4日，京汉铁
路 2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
1200多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
京汉铁路总工会对外发表宣
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权益的

五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
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
军阀吴佩孚调集 2万多军警
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
工工人，京汉铁路工人林祥
谦、施洋、高斌等 52位同志牺
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
惨案”。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
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京
汉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
没有退却。1925年 2月 7日，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
大会在郑州召开。与此同
时，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布恢
复。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恢
复后，在继高斌烈士之后，汪
胜友被推选为郑州分工会委
员长，司文德被推选为工务
处工人总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
帮助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
军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打
败吴佩孚，汪胜友和司文德等
组织了秘密工会小组，经常在
夜间到郑州至新郑间的铁路

线上，卸掉连接钢轨的夹板，
致使列车脱轨，中断敌人交通
运输；割断电线，造成铁路指
挥瘫痪。吴佩孚 9月 17日败
退郑州后，对郑州铁路工人下
了毒手，到处缉捕工人。

1926 年 10 月 6 日，汪胜
友、司文德不幸被逮捕。面对
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
汪胜友和司文德两位工人阶
级的无畏战士，大义凛然，视
死如归，表现出了中国工人阶
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信念。
10月15日，二人被杀害在郑州
的长春桥（今郑州二七广场）。

1927年 6月，北伐军打到
郑州后，工会为两位烈士举行
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新中国
成立后，汪胜友、司文德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当时的长春
路也更名为二七路。为缅怀
先烈，继承和发扬京汉铁路
工人的革命斗争精神，1951
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将郑州
市西门外长春桥旧址扩建为
二七广场。

1951年 5月，与军阀一起
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
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
在苏州被捕；1951年 7月 8日
和 16日，先后在郑州和江岸
进行宣判大会，判处赵继贤
死刑，并在江岸车站执行枪
决。1952年 2月，郑州各界代
表和铁路工人与市民约 3万
人，在郑州二七广场举行公
审大会，公审和处决破坏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工贼张
世荣，并公祭汪胜友、司文德
两位烈士。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
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承载着“二七精神”的郑州二
七纪念塔自落成对外开放以
来，每天吸引着大量的海内外
游客，成为郑州爱国主义教育
的红色名片。


